
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四月 



2 

声  明 

截至 2014年 2月 11日，生命人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购买金地集团股份累计达 662,164,469 股，占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8085%。

生命人寿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将“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 账户”

中持有的 215,000,000股公司股份（约占金地集团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8082%）

不可撤销地、无偿地全权授权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授权期

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2014 年 6月 30日止。因此，截至 2014年 2月 11

日，生命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决权股份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10.0003%。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生命人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购买金地集团的股份累计达 790,249,042.00 股，合计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17.6730%。扣除上述授权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股份，生命

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决权股份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12.8648%，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根据表决权计算）。生命人寿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金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生命人寿对该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负责。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生命人寿的委托，担任生命人寿的财务顾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

独立的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旨在对本次权益变动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

和评价，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并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所有当事方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权

益变动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地进行的。 

 （二）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对其所提供的一切书面材

料、文件或口头证言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不存在任何

可能导致本财务顾问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重大遗漏。 

 （三）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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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财务顾问并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承担任何责

任，本核查意见也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与评

价。 

 （五）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

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仅供本次权益变动事宜报告作为附件使用。未经

本财务顾问书面同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也不得被

任何第三方使用。 

 本核查意见所表达的意见基于下述假设前提之上： 

 1、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本次权益变动标的所处行业的国家

政策及市场环境无重大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各方提供及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资料真实、

准确、完整； 

 4、本次权益变动各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各项合同协议得以充分履行； 

 5、无其它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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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增持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导致其成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以表决权计算）

的行为过程 

本核查意见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金

地集团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383 

信息披露义务

人、生命人寿 
指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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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共十二部分：释义、信息披露

义务人介绍、权益变动情况及权益变动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源、后续计

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

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其他重大事项、备查文件。 

 本财务顾问认真查阅了生命人寿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认为其符合

《收购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的要求。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出于对金地集团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1、公司名称：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32层 

 3、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32层 

 4、法定代表人：张峻 

 5、注册资本：11,752,005,497元人民币 

 6、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213535 

 7、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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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经营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

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

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保险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9、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736677639 

 10、营业期限：自二00二年三月四日至永续经营 

 11、联系电话：0755-2266 9999 

经核查, 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作为一家依据《公司法》合法设立且有

效存续的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生命人寿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或其公

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的核查  

生命人寿是一家全国性的专业寿险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4 日，总部设

于深圳。主营范围包括医疗、养老、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分红、投连、万能保

险等。 

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从事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违反《收购办法》 第六条

规定情形的核查  

根据本财务顾问对生命人寿工商登记材料的核查以及查询生命人寿公开信

息，未发现生命人寿有不良诚信记录。同时，生命人寿也向本财务顾问出具了《生

命人寿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

说明》等。 

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不存在违反《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状况  

生命人寿最近四年简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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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末/度 2012 年末/度 2011 年末/度 2010 年末/度 

总资产 19,560,747.03 11,268,711.37 6,458,557.23 4,331,566.18 

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 1,809,594.98 1,253,942.66 825,480.67 380,566.80 

营业收入 3,184,271.87 2,978,785.29 2,579,119.24 1,609,879.63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571,197.76 109,678.73 15,016.00 9,838.97 

 注：生命人寿 2011 年度、2012 年度财务报表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3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持续经营状况良好。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体资格和经济实力  

根据对生命人寿的主要业务、财务状况和诚信记录的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生命人寿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财务状况良好，资金实力较强。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查  

生命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 

深圳市华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93 

深圳市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77 

深圳市盈德置地有限公司 15.27 

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 11.70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Tokio Marine & Nichido Fire Insurance Co., Ltd.） 
9.13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3.88 

大连东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8 

东京海上（亚洲）有限公司 

（Tokio Marine Asia Pte. Ltd.） 
1.44 

 如上表所示，生命人寿各股东持股比例较为分散，无单一股东持有公司30%

以上股权的情况，各股东均无法决定董事会多数席位或对公司决策形成决定性影

响。因此，生命人寿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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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生命人寿的工商登记材料，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已在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充分披露了其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上市交易所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香港交易所 379 必美宜 18.20  

香港交易所 639 首钢资源 27.60  

香港交易所 1638 佳兆业集团 15.16  

上海/香港交易所 601898/1898 中煤能源 7.2 

深圳证券交易所 000061 农产品 20.00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资金来源的核查  

根据生命人寿的陈述及声明并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责

任准备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经查阅生命人寿会议资料： 

2013 年 3 月 11 日，生命人寿召开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工

作委员会资产管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同意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金地

集团股份不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 15%。 

2014 年 1 月 21 日，生命人寿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决议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通过二级市场继续增持金地集团股份不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 20%。 

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就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和决

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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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根据核查，生命人寿对金地集团的后续计划如下：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其它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

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

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

行调整的计划。 

（七）其它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

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本财务顾问认为：生命人寿关于对金地集团的后续发展计划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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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规范治理的相关要求，不会对金地集团的持续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  

九、本次权益变动对金地集团独立性的影响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完

成后，生命人寿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并

将继续保持相互独立，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金地集团之间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

签署之日，生命人寿不存在或拟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情形。 

十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金地集团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金地集团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同时，生命人寿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生命人寿将不会在中国

境内从事与金地集团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十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

及对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任职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 

 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

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前

述交易按累计金额计算）； 

 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

币 5万元以上的交易； 

 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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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

者安排的情形。 

十三、对前六个月内买卖金地集团股票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生命人寿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卖金地集团股票的情况如下：  

 方向：买入 成交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最高价 最低价 

2013 年 10 月 7,999,965.00 47,331,657.51 5.95 5.86 

2013 年 11 月 88,972,148.00 542,902,986.85 6.30 5.86 

2013 年 12 月 87,089,643.00 544,725,721.97 6.65 5.96 

2014 年 1 月 118,878,359.00 711,424,821.89 6.27 5.72 

2014 年 2 月 42,009,818.00 253,213,665.24 6.21 5.87 

2014 年 3 月 91696032 604507572.7 7.00 5.94 

2014 年 4 月 11,999,660.00 85,006,438.03 7.33 6.85 

合计 448,645,625.00 2,789,112,864.19 - - 

十四、对是否存在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除权益变动报告书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

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

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十五、财务顾问意见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

容进行了核查，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

责任。  

（以下无正文，后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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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凯                     王坤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9 】日 


